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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 0月8日「校
政諮詢會」那天，有
家長提問：「我的兒
子對學習愈來愈不感
興趣，怎麼辦？」當

了解過後，得知她的兒子每天放學後，便立刻送往補習社，直到黃昏時段才被接回家。

家長們，你們的孩子是否有着同一的安排？你們是否也面對着孩子學習興趣日趨
漸降的煩惱？

要找出以上的答案，可能要引用好幾種教育心理學理論，諸如：行為學派、人本學派、認知學派須逐一分析不同學生的學
習動機個案。在此，我卻想嘗試以簡單的提問，讓大家反思對子女學習的想法：

1. 在小學學習階段，你們覺得子女最需要掌握的是什麼？學科知識？學習態度？自學技能？
2. 回憶一下你們成長的過程中，於小學的學習經歷裏，可曾留下過什麼深刻的印象？再想一想，你們的孩子又可有留下什

麼難忘的片段？

小孩子缺乏學習動機的其中一個因素，便是不了解學習的目的和意義何在。我個人對小孩子學習的看法，正如學校的理
念：「學在此、樂在此、愛在此！」在他們的學習歷程中，先誘發他們的學習興趣，繼而令他們享受學習，在學習成果中肯定
自己，塑造出一個健康而正面的「自我形象」(Self-image)，從而建立自律而主動的學習精神；只有這種學習態度的培育，才是堅
實而恆久的。

跟家長傾談時，發現她們經常有着這樣的疑問：子女補習、做家課都花上了半天的時間，哪有空閒時間參加課餘活動呢？
小孩子每天已用上7個多小時在學校進行學習活動，下課後仍然要「加班」；日復日，年復年，這樣刻板式的童年生活，何來學
習動機可言？其實，在兒童教育的過程中，課外活動是一種「隱藏課程」(Hidden Curriculum)，它是兒童群性發展的學習平台，讓
孩子們在一個輕鬆自由的空間，建立與人共處的社交技能；他們更可從學習、訓練中自我發現(Self-discovery)，朝着目標而勤奮
守恆，追求卓越，為日後個人成長奠下良好的基石。

各位家長，我們必須深信─每一個孩童都有着自己無比的潛質。我們應扮演著「倡導者」的角色，讓他們選擇合適自己的
平台，給他們一展所長的機會。切忌抱着「隔離飯香」的心態，妄自菲薄，強迫孩子們走進了工廠式的學習生涯，而令他們在
愉快的成長和學習道路上背道而馳。

淺談「學習動機」
陳志雄校長

愉快的成長和學習道路上背道而馳。

新老師介紹
張淑怡老師 陳甯萱老師

蘇寶姍老
師

大家好！各位元中校
友會小學同學：

我是淑怡老師。真的
很榮幸能夠加入元中校友
會這個大家庭。在這個家
庭生活了一個半月了，感
受到同學們充滿活力及以
禮待人。期待以後的日子

能陪伴各位一同成長，互相勉勵，努力學習！

常覺得自己十分幸運，能遇到
不少好老師，他們對教學的熱誠及
對學生關懷備至，啟發了我，成為
我的人生目標—做一個好老師。

做老師難，其實做學生亦不
易。社會不斷轉變，我們要學的愈來愈多、愈來愈廣；社會對我們
的要求也愈來愈高。學問有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我們要時
刻提醒自己，將學科上學懂的知識學以致用。盼望同學能夠成為一
個做事認真、不斷進步及願意貢獻社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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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蘇寶姍老師。甫畢業便有幸加入元中校友會小學成為老師，讓生命影響生命，
既充滿挑戰又新鮮有趣。同學們一張張可愛又純真的笑臉，融洽的工作環境都成了工作動力，給
予我力量迎接及享受每天的挑戰。

「終生學習」，學習是一生的課題，教育，於我而言不是複製一部又一部的考試機器，而是
尊重每個學生的獨特性，從快樂的學習培養學生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從與老師、同學間的互動中
啟發思考，讓獲得的知識技能受之終生。

最後，祝願大家能享受珍貴的校園時光，一起成長，達成教學相長。

地址：新界元朗公園北路2號   電話：24750328   傳真：24747289

電郵：info@ylaps.edu.hk         網址：www.ylaps.edu.hk

地址：新界元朗公園北路2號   電話：24750328   傳真：24747289

電郵：info@ylaps.edu.hk         網址：www.ylap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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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報告  2010 - 2011年度
圖書館借閱狀況

2010-2011年度學生在學校
體適能獎勵計劃獲獎統計

教師資歷

教學經驗

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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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報告  2010 - 2011年度
2010-2011年度財務年結報告(截至31.8.11止)

2010-2011年度特定用途收費收支報告
收入 摘  要 款額(HK$)

上年度結存 354,255.82
*上學期收費($150 x 624) 93,600.00
*下學期收費($150 x 619) 92,850.00
合計： 540,705.82

支出 摘  要 款額(HK$)
電費(冷氣) 55,521.00
校園八達通行政費 12,100.00
冷氣維修及保養 18,739.70
飲水機維修及保養 9,320.00
學生名貼 4,341.90
投影機 232,300.00
合計： 332,322.60

結存 　 208,383.22
註：*已扣除豁免繳交特定用途收費者(領取綜援或書
簿津貼全額)如下：

上學期：103人(金額：150元 x103=15,450.00元)
下學期：105人(金額：150元 x105=15,750.00元)      
合計：31,200.00元

　 帳目名稱 實際收入(HK$) 實際支出(HK$) 實際結存(HK$)

　 非營辦津貼： 　 　 　

A. 整合代課教師薪金津貼 349,949.65 165,249.68 184,699.97
B.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64,265.60 25,413.00 38,852.60
C.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 31,329.00 7,160.00 24,169.00
D. 一筆過電子學習基金 46,310.00 0.00 46,310.00
E. 學校及家庭合作 12,224.00 12,224.00 0.00
F. 資訊科技一筆過特別津貼 18,083.00 16,400.00 1,683.00
G. 提升網上學校行政管理系統 11,400.00 10,470.00 930.00
H. 借調教師 412.50 412.50 0.00
　 擴大營辦津貼： 　 　 　

I.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296,696.00 283,227.60 13,468.40
J. 經修訂行政津貼 1,024,224.00 966,412.00 57,812.00
K. 學校發展津貼 644,646.00 584,385.00 60,261.00
L. 成長的天空計劃 88,334.00 85,722.00 2,612.00
M.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01,772.00 95,566.00 6,206.00
N. 基本開支津貼 810,135.77 879,948.56 (69,812.79)

擴大營辦津貼本期結存: 70,546.61
擴大營辦津貼期初結存: 636,096.85
擴大營辦津貼期末結存: 706,643.46

實際收入=(期初結存+EDB撥款+其他收益)

校際項目

3

宋慧儀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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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站着穿上印上音符制服的合唱團同學，

他們隨着拍子輕擺着身軀，伴着台上高唱着《這

是愛》的同學，為這次匯演揭開序幕⋯⋯接着出

場的是聲勢浩大的管弦樂團，澎湃的樂章伴着合

唱團唱出激勵人心的《明日恩典》，掀起了是次

匯演第一個高潮。

聽過兩個精靈可愛的同學演繹小動物的故

事後，又展現第二個高潮了— 一年級的同學全

都站在舞台上了！他們手拿着不同的樂器，不論

是手提琴、口琴，或是口風琴，無一不像個小小

演奏家，多麼神氣啊！看着他們演奏時專注的眼

神，表演後深深地呼出一口氣，看出他們對這次

演出是多麼認真啊！

精彩的節目一浪接一浪：活潑可愛的英詩集

誦、維肖維妙的英語話劇、宣揚關愛校園的粵語

話劇、婀娜多姿的拉丁舞、熱情洋溢的中國舞、

勁力十足的跆拳道和太極拳、妙語如珠的普通

話相聲和字正腔圓的朗誦表演，加上精靈的小司

儀，令整個匯演掀起了一幕一幕的高潮，令家長

和嘉賓們享受了一個美妙的下午。

《頌親恩
綜合匯

演》

抑揚頓挫的英語，活潑可愛的英詩集誦隊

小一樂器大合奏
，真的不簡單！

太極組同
學耍出陳

式太極拳
，果然有

板有眼！

英語話劇—小動物的演出真可愛！

婀娜多姿的拉丁舞

表情十足的相聲表演

跆拳道組同學演出拳拳有力，勁力十足

粵語話劇—演繹出關愛校園

管弦樂團聲
勢浩大，奏

出澎湃的樂
章！

精靈小司儀，口才頂瓜瓜

舞蹈員晃動鈴鼓，跳出新疆姑娘的歡樂情緒

梁桂儀主任

台上台下打成一片，合唱團悠揚悅耳的歌聲，為這次匯演揭開序幕



5

「藝術日」的推

行並不只是帶給學生樂趣或

者成就教育制度的改革；而是將

學習「藝術文化」的機會帶入學校；

將正確欣賞藝術的態度及視野融入學

生的生活，讓學生接受不同的表演藝術

媒體及藝術文化知識。事實上，為學

生提供多元化而富有趣味性及教育性

的藝術活動，是我們繼續推行藝術

日的目標，希望下一屆的「藝術

日」，能夠為大家搜羅更多

更精彩的藝術節目。

藝術日
葉雪妍主任 者成就教育制度的改革；而是將

學習「藝術文化」的機會帶入學校；

將正確欣賞藝術的態度及視野融入學

「藝術之旅」要開始了！

心血結晶要面世了！

充滿民族氣息的非洲鼓樂。

同學們優美的舞姿為藝術日揭開序幕

別出心裁的小雞作品。

我已想好如何粉飾車子了！

玩樂，玩「樂」，不怕曬！

哇！猴子爬到身上了！

道具設計師示範壓線方法

導師們出神入化的技巧，令同學們掌聲雷動。

藝術家到臨，老師也要合照一張。

攤位遊戲很受歡迎，大排長龍。

好！等我把老師教的本領用出來！

第一次操控木偶，感覺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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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運 會

鄧浩源老師

2011年6月25日是本校與英業小學的聯校水運會，是次

反應非常熱烈，本校學生的參賽總數超過120人。比賽當天

烈日當空，雖然天氣炎熱，但在運動員區的學生也能耐心等

候，預備出賽，他們秩序良好，紀律可嘉。比賽期間學生全

力以赴，顯得十分認真，每個項目都爭持激烈，更有13項大

會紀錄產生。家長們亦投入地為自己的小朋友打氣，更把激

烈的比賽情況拍下作即時分享。全校成員都充份發揮團結精

神，投入於一片興奮又熱鬧的氣氛之中。盼望本學年的水運

會辦得更好，有更多學生參與，從而發掘更多對游泳感興趣

的小朋友，成為校友會的「小飛魚」！

6P林景峯
在這幾年的水運會

中，我雖然不是取得好成
績，可是我認為只要盡力
就可以了。如果要拿獎牌
的話，那可要加把勁

了呢！

6P陳彥霖
去年學校的水運會有很

多人參加，非常熱鬧。我參加
了三項比賽，還幫手做工作人
員，雖然天氣很熱，但氣氛非
常熱鬧，各人都很投入，得
獎的固然開心，失落的也

會定下目標，明年再
接再厲。

6P梁韋晴
那次學校舉辦的水

運會有很多人參加，非常
熱鬧。我參加了自由泳及
蛙泳比賽，比賽進行得
很激烈，最後我獲得
兩面銀牌。

6P蘇卓玲
去年的水運會，我曾參加

過兩項比賽。成績不錯，分別一
個冠軍和亞軍！雖然不是兩個冠
軍，但是我還是喜歡享受當中的
樂趣！今年度的水運會我一定會
努力。如果你未曾參加過水

運會，一定要把握機會
啦！

6B詹廣祺
終於等到聯校的水運會啦，我

的心情既緊張又興奮！你會問我為
甚麼？我……

比賽場上，你爭我奪，每個比賽健
兒都在積極「作戰」，我也不敢鬆邂，
經過自己的努力，終於成功啦！取得了
兩項獎脾，但離我的理想還很遠，還
需更加努力練習，在此要感謝我

的鄧老師，沒有他，我也不
會有這麼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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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兆棠中學在2011年高級程度會考大放異彩：16科報考科目中，

共有11科優良率超越全港水平。最佳成績則屬蔣志遠同學的2A1B1C，包

括：物理（高級程度）A、化學（高級程度）A、純數（高級程度）B，成

為全港41058名考生中最優秀的1.6%之一，順利升讀香港大學。

科目
2011鄧
中優良率

2011全
港優良率

化學 35.0% 23.7%

中國歷史 66.7% 26.4%

中國文化 33.3% 25.1%

中國文學 37.5% 28.9%

電腦應用 20.0% 17.4%

經濟學 38.9% 23.4%

地理 31.3% 23.5%

通識教育 37.5% 21.3%

數學及統計 18.2% 17.8%

物理 25.0% 24.5%

純粹數學 38.9% 27.7%

校友會小學畢業生表現同樣出色，本年度升讀大學學位課程的同學

有謝子樂、趙婉彤（理大）；黃紫紅（中大）楊海棠（浸大）；張顯文

（城大）等。

除了學業成績出眾，鄧中同學也能均衡發展。鄧中英語戲劇學會

（ENGLISH DRAMA CLUB）及戲劇學會，於本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分

別獲得下列獎項：

ENGLISH DRAMA CLUB

1. Award for Outstanding Director (傑出導演獎)

2.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tor (傑出男演員獎)

3.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tress (傑出女演員獎)

4.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傑出舞台效果獎)

5. 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傑出整體演出獎)

戲劇學會

1. 傑出劇本獎　2. 傑出導演獎　3. 傑出男演員獎　

4. 傑出舞台效果獎　5. 傑出合作獎　6. 傑出整體演出獎

其他獎項還包括：張東順同學於第十三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

賽中脫穎而出，奪得二等獎。中四級樊詠嫻、彭蕙琴、羅嘉雯和高明慧

同學則獲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地球科學」課程頒發嘉許狀。

鄧兆棠中學在2011年高級程度會考大放異彩：16科報考科目中，

共有11科優良率超越全港水平。最佳成績則屬蔣志遠同學的2A1B1C，包

括：物理（高級程度）A、化學（高級程度）A、純數（高級程度）B，成

同學以英語
演繹校園趣

事

集編導於一身的譚沛豐，指導學弟學妹排練時全情投入。

中四同學獲教育局
資優教育組頒發嘉
許狀

歡迎  各校友暨家屬、教職員同工及各校家長參加！

報名及查詢：

請瀏覽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網頁：http://www.ylpmsaa.com.hk

或致電活動幹事：蘇家樑老師（聯絡電話：24461661鄧兆棠中學）

元中校友會會所：敏   姐（聯絡電話：24706601）

深圳南山區發佈會

鄧兆棠中學在2011年高級程度會考大放異彩：16科報考科目中，

鄧中消息

活動計劃簡介

2011年活動
月份 活動內容 活動日期 時  間 地  點

10
深圳發佈會

＜有關香港教育制度＞
15/10/11
星期六

下午3時至
4時

深圳南山
育才第四小學

11 城門水塘環塘半天遊
27/11/11
星期日

上午 城門水塘

12 紅酒晚會
17/12/11
星期六

晚上7：00
元朗

喜尚嘉喜酒家

12 校友足球隊國內交流 12月初 兩天一夜 廣東

月份 活動內容 活動日期 時  間 地  點

3 校友會週年聚餐 3/3/2012 下午五時起
元朗

喜尚嘉喜酒樓

4 國粹暨酩茶晚宴 4月中 中午開始 （洽商中）

5 廣州嘆世界兩天團 5月中 兩日一夜 廣州

7 長線團（籌備中） 暑假 稍後公佈 中國

2012年活動

歷屆理事聚餐合照

鄧仲賢主任

校友會通訊
元中校友會中文秘書潘建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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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概況
2009/11年度畢業生

升讀中學概況

授課
語言

學 校 名 稱
人
數

全
英
語
授
課

聖保羅男女中學 1

聖保羅書院 1

聖若瑟英文書院 1

順德聯誼會梁銶琚中學 1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5

趙聿修紀念中學 5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5

元朗商會中學 5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8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5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6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1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2

部
分
用
英
語
授
課

元朗公立中學 19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18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1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1

獲派全英語授課中學比率

元朗區 18.5%

本校 34.1%

超越同區 84.3%

派位志願統計

Hi！我叫馬頌祈，在8月9日出生，出

生時約六磅。因為我很喜歡吃東西，甚至

清水我也愛喝，所以現在已超過10磅，醫

生笑說我是「大食B」和「大隻仔」呢！

我也是一個「怕熱仔」，最喜歡洗澡，因

為在洗白白的時候，感到很涼快啊！

老師喜訊
周麗盈老師

各位大家好！我是
陳慧盈老師的寶寶
穎穎，我最喜歡和
別人談天。

我也是一個「怕熱仔」，最喜歡洗澡，因

編輯小組：
顧   問：陳志雄校長     召集人：曾品琛副校長     統   籌：鍾容娥老師

委   員：招妙賢主任  周麗盈老師  鄭海燕老師  謝琬琳老師  江承殷老師  陳志剛老師  李世民老師

施安乃主任

第二至五
志願12%

陳慧盈老師

*尚有其他資料未能盡錄


